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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章

大数据与中医疾控 
     



导语 1.中医渊源   
       中国医术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洪荒，超越文字记载，利

用神话传说、壁画符谶就可流传。神农尝百草，嫦娥窃仙

药便可为证。当然，发展成文字记载的“中医”当推秦汉

时期的《黄帝内经》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始

积累可谓雄厚，只可惜传输载体（文言）太过艰涩，不利

普及，再加上“大仙儿”的假借，更容易被人“污化”为

“巫师”，因而被大工业时代边缘化。



             

          导语      2. 时代担当   
    然而，大数据的基础是日常行为现象的数据化表述，赶上

这个时代，尽快研究祖先的丰厚经验，借鉴西医的原子、元

素，驾驭时代科技，对接时代需求，更是中医刻不容缓的

“萃取”和“亮剑”。“应对时艰，济世救民，医者仁心，

神圣职责。”尤其是2020年春对新冠疫情的联防阻击，衷

中纳西，归纳演绎，将“遗产”数据化梳理、聚焦，正是今

日中医攻克时艰的真实写照和攻克时艰的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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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数据与望闻问切



01. 望——气色外相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闻——起居习常

问——逆向细节

04.
03.

切——脏器脉象



本节引言

       中医“望、闻、问、切”是应诊的基本程序，遵循的是

“凡决策，必先宏观着眼，后微观入手”，前者观“神态””

后者叩“脉象”。

      项目决策照样遵循此序，观察行业的总体面貌，总体布

局，总体形势，总体趋势……然后才能从具体领域，具体方

向，具体战略确定具体战术……前者定“格局”，后者定

“抓手”。



望

l中医应诊

l气色：滋润？枯燥？

l眼神：镇定？游移？

l行坐：稳重？飘逸？

l呼吸：平稳？急促？

l行业数据

l总貌: 分散？统一？

l行域: 地方？全球？

l行阵: 前列？滞后？

l行距: 疏散？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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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l中医应诊 

l部位：呼吸？消化？              

l饮食：荤素？软硬？

l睡眠：沉睡？难眠？

l气息：清爽？浑浊？

l 行业数据

l近期：热搜？冷清？

l行情：平稳？跌宕？

l行势：跌落？看涨？

l舆情：称赞？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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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l中医应诊               

l锻炼：晨练？酣睡？

l异常：不适？旧症？

l家族：父辈？祖辈？

l社交：聚集？分散？  

l  行业数据

l流通：顺畅？堵塞？

l渠道：堵点？塞点？

l载体：陆？海？空？

l终端：紧缺？滞留？



问
l 中医                     

l  锻炼，熬夜？晨练？

l 异常，

l 家族；   

l 数据

l 行业流通，渠道，载体；

酣睡

晨练

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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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l格局数据

l堵因：外因？内因？

l堵料：产流？物流？

l疏浚：注入？剔除？

l引导：导向？理序？

l中医应诊                

l脉搏：正常？异常？

l脉象：强劲？衰弱？

l脏器：五脏？肌理？

l敏感：皮肤？器官？

l ，    





本节小结：

    望、闻、问、切就是中医应诊的初步调查，一切都是为了

将诊断的视角由整体收缩局部，逐步合拢思维的“扇面”，

把准诊断的方向。

    大数据搜寻的目的也是为了决策的调研，也必须从整体着

眼，全局把控，唯如此才可能保证决策的指向，框架的牢靠，

措施的精准。



第二节

大数据与脉络穴位



01. 脉络——渠道与通路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穴位——枢纽与把控

针灸——疏通与镇痛

04.
03.

推拿——手法与祛扶



本节引言

     中医注重脉络，认为血脉养五脏，五脏疏经络，经络控穴

位，穴位理血脉……这是一种生理上的良性循环。正如江南

水乡：“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

     国计民生同样追求生理上的良性循环：民众创造财富，财

富促进流通，流通和谐金融，金融抚养创新，创新激活管理，

管理激励民众……鱼塘上架起太阳能板，便能发电，管理上

渗入大数据，便如虎添翼。



一、经络与通路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

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同路系统，是人

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数据搜寻必须遵循行业“中央大厨房”数据储存的秩

序，运算的方法，运行的通路，沿袭的程序……这些就像中

医对人体经脉与络脉的总体把握及梳理一样，只有跃上“云

端”，提高视点，才能放开眼界，“天际”——遨游。



血脉与经脉

         脉络包括血脉和经脉，血脉流通血液，输送营养，激活肌

体；经脉把控神经，调控情绪，梳理防控。

    在“国计民生” 中，国家指挥如同医生诊病，“数据中心”

如同药库基础建设，“智能化产品及技术”如同血液流通，

“智能运维”如同经络调理，“设计、工程及系统集成”如

同“开方”、“治疗”……  



经脉、络脉、孙脉

       "经"的原意是"纵丝"，有路径的意思，简单说就是经络系

统中的主要路径，存在于机体内部，贯穿上下，沟通内外;"

络"的原意是"网络"，简单说就是主路分出的辅路，存在于机

体的表面，纵横交错，遍布全身。《灵枢·脉度》说:"经脉

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这是将脉按大小、深

浅的差异分别称为"经脉"、"络脉"和"孙脉"。



一、脉络与通道



功不可没

    2020年春的疫情防控中，中医“功不可没”。数据显示，

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

例的96.37%，在湖北地区参与率也达到了91.05%。无论是

轻症退烧，还是血氧血浓度的提高，乃至危重症及并发基础

病的治疗，都成效显著。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余艳红表示，新冠肺炎的

救治实践显示，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穴位与枢纽

           穴位、经络是经典的传统文化之一，许多具有道医情结和武术

情结的人对它都有极深的印象和好感。人体有340个穴位，穴位与

神经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穴位按摩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

    交通枢纽是国家或区域交通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运

输方式的交通网络运输线路的交汇点，是由若干种运输方式所连接

的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组成的整体,共同承担着枢组所在区域的直通

作业、中转作业、枢纽作业以及城市对外交通的相关作业等功能。



网络节点

     节点服务器(NNS)是SNA网络节点(NN) ，一种针对服务器集群

的服务器装置，主要应用在WEB、FTP、VPN等服务。所以节点服

务器并不是单指某一种服务器。它由多个节点和管理装置整体的管理

单元构成，其特征在于: 各节点具备切换该节点的动作模式的模块管

理部，该模块管理部根据从所述管理单元传递的构成信息，切换各节

点单独动作或与其它节点协调动作.提供一种服务器装置，除以前的刀

锋服务器系统的向外扩展型的扩展性外，还具备基于SMP结合多个节

点间的向上扩展型的扩展性。



          点穴

葵花点穴手

节点

点穴棒



节点服务器
          各节点具备与其它节点SMP 结合用的单元，各节点的模
块管理部根据系统构成信息，切换该节点作为刀锋服务器单
独动作或作为SMP服务器的构成模块来动作。在背板上对各
节点间链路进行等长布线，通过在各节点内也进行与背板上
的各节点间链路等长的环路布线，取得节点间的同步。在背
板上搭载向各节点分配基准时钟的基准时钟分配单元，利用
各节点内部的时钟分配器来切换基准时钟，由此进行SMP结
合的节点的基准时钟的同步。



                    

时光隧道

百份之一秒能干什么？



                    数字证书
关于数字证书:

          各个节点与主服务器之间要使用SSL协议来进行通信，这是

为了保证通信安全。此协议使用一配对密锁，公锁和私锁。这是

一对非对称密锁，用其中任何一个密锁加密信息只能用另一个来

解密。值得一提的是，WLS要求节点与主服务器之间采用双向验

证。关于SSL协议的详细内容会在以后"安全管理"部分介绍。

天天财经直播间.html



三、针灸——疏通与镇痛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是中医常说的一句话。洛阳

中医院有位主治医生，人送外号“马一针”，意味各种疑难

杂症送到他那儿，一针立马不疼。

     国计民生往往也是这样，思想不流通则“头痛”，货币不

流通则“产痛”，物质不流通作为“脉痛”，人员不流通则

“关节痛”。



针法和灸法

        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指毫针)按照

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对

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刺入点称

为穴位，人体共有361个正经穴位。

     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炷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穴位上烧灼、熏熨，

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艾草最为常用，故而称为

艾灸，另有隔药灸、柳条灸、灯芯灸、桑枝灸等方法。经常用到的多是艾条灸。



智慧质检

       陕西省宝鸡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全市企业库、人员库、

项目库和信用库的“四库”产品质量可备案、可追溯的质量

诚信分级打分亮灯警示信息平台，实现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

督数字化、动态化和常态化，构建各级政府、企业法人、质

监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的质量安

全多元共治新格局，利用信息技术倒逼企业通过技术改进，

提升质量，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有效促进全市

产品质量的提升。





数据说话  技术执法

       质监局是个“凭数据说话、靠技术执法”的行政执法部门，随

着信息时代的推进，宝鸡市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服企惠民实现了

“四个转变”：一是从“细微管事”向“宏观管理”转变。二是从

“注册管理”向“体系认可”转变。三是从“批批检测”向“风险

监控”转变。四是从“被动把关”向“主动监管”转变。采用信息

化质量监管模式，最终目的是要变企业被要求整改到企业主动发现

问题，提高自律意识；变每次单一职能服务到综合打包服务，提高

工作效率作效率。；



四、推拿——元老医术

       推拿又有“按跷”、“跷引”、“案杌”诸称号。推拿，

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的确由来巳久，有

学者赞之为“元老医术”。推拿作为以人疗人的方法，通常

是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

不适的所在、特定的腧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

按、摩、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以期达到疏通

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



01. 手法——输通，截流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力度——轻巧，通透

节奏——舒缓，强劲

04.
03.

技巧——增强，调节



正宗推拿

　   按照中医阴阳、五行、经络、俞穴等理论指导，在人体

特定的部位上进行操作，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补气

养血等效果，治疗疾病、疼痛，故并非一种可以速成的手法，

是需要长期的手法和功法学习的。推拿是中医的一种有针对

性的治疗手段，施治者必须掌握有关生理、解剖、神经、肌

肉走向尤其是中医的经络、俞穴等知识。 手法只有达到均匀、

持久、有力，才能产生深透和渗透的目的。





通道.l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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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与“破局”



本节结语

          经络、穴位、针灸、推拿，恰如治国育民中的国策制定，
通道建设，难点突破，力度把握……，

     又如全球运转中中的格局共设，渠道（经济与制度）共建，
流通共赢，认知共和……

     痛定思痛，命运共同，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第三节

大数据与配方制药



01.   配方——科研试制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研磨

04.
03.

选药——新鲜干燥
                      
研磨——颗粒控制

炮制——丸散膏丹
 



本节引言

          中医想要搜寻和运用的行业数据。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如患

者资料，病例处方等医馆核心的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在入驻

协议中有明确条款禁止平台方读取的。需要的恰恰是对医馆

来说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运营中产生的过程数据和行为数据，

这些数据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能够为经营者提供非常有价

值的结论参考。



一、配方——科研与试制

        在调研存储、理顺通路的基础上，开方便是中医展示

“对症”精确的真功夫。为什么会有“千金方”一说，为什

么还会有“单方治大病”的格言。因为”药方一开，便显示

中医多年、甚至是祖传几辈人积累的经验体会，药量的拿捏，

精确到“几钱几分”（相当于“克”），药材的搭配，苛求

到产地、节气……中医视“单方”为生命，就因为它凝聚的

是数辈的心血，和岁月的精、气、神！



个体搜集数据的艰难

      中医的配方灵与不灵，需经千百次的医疗实践验证，用

现代话就叫“临床检验”。而数据中心积累的大量患者日常

生活中的“过程数据”和“行为数据”，经过高智能的数据

运算分析，恰恰能为“对症”提供充分的判断依据。

      除了上述为“望、闻、问”提供参考佐证的“行为”、

“过程”数据外，集中的“疫情爆发”地，更利于“病症数

据”的搜集与比对，解读它，正是现代中医的职责。



良医五重
                       扁鹊把病情分为四个层次：腠理（皮肤纹理，渗汗透液），

汤熨所及；肌肤，针石所及；肠胃，火齐(jì)所及；，骨髓

（生血通经）扁鹊曰：“疾在腠理，；在肠胃，在骨髓，司

命所属……（《韩非子  喻老  扁鹊见蔡桓公》）

    秦国另一位良医叫医缓，他和晋公的故事凝结为成语“病

入膏肓”。（《左传  成公十年》）。古人把心尖脂肪叫

“膏”，心脏与膈膜之间叫“肓”。“扁鹊四层”加上“膏

肓”（心尖），就构成“良医五重”。

    



大数据的“五横一纵”
1.采集层：传统的ETL离线采集、也有实时采集、互联网爬虫解析。

2.处理层：据处理场景，可以划分为HADOOP、MPP、流处理等等。

3.分析层：分析引擎，比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等。

4.访问层：读写分离，将偏向应用的查询等能力与计算能力剥离，包

括实时查询、多维查询、常规查询等应用场景。

5.应用层：据不同应用类别，对内有精准营销、客服投诉、基站分析

等，对外有基于位置的客流、基于标签的广告应用等等。

数据管理层：这是一纵，主要是实现数据的管理和运维，它横跨多层，

实现统一管理。

————————————————



二、新鲜中药

          新鲜中药，主要是指新鲜植物类中草药的自然汁及其鲜活的动

物或昆虫类药品。药材按季节采摘后，立刻用榨汁或低温冷藏的

办法进行保鲜处理，然后将鲜药配入药方当中。

    新鲜药材是传统中医药实践的起点，"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

十毒"，说明人们最早应用草药治病，都是采用鲜草药，随采随

用，也正是遍尝了各种鲜草，发现了许多能治疗疾病的草药中药。





中药烘干

       中药材烘干就是对中药材进行脱水处理，并保持其原有
成份，保持其药用特性的加工程序。

       烘干是为了让其可以长期保存。

       根据具体中药材的不同，烘干工艺是不一样的，有的中
药材超过一定温度后，便会失去其药效，所以在烘干过程中
控制其温度是相当重要的，可以使用物料温度自动控制装置
来保证这一要求



引入新科技栽培中药技术
     中药材的产出效益会比传统农业至少提高5倍以上。中药

材产品首先是商品,其次也是食品,因此要求中药材对人们的

身体尽力不产生毒害，且必须可以控制，农药及重金属含量

更应低于对人体构成毒害的限度。

     世界中药材栽培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为栽培技术现代化、

研究品种多样化、单一品种专一化。栽培技术现代化是中药

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中药材及其相关产业就没

有发展前景。





三、研磨——颗粒控制
        粉碎度是固体药物粉碎的程度。常以未经粉碎药物的平
均直径(d)，与已粉碎药物的平均直径(d1)的比值(n)来表示，
即n=d/d1 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粉碎五项基本原则:
   一.不宜过碎：药物不宜过度粉碎，达到所需要的粉碎度即
可。以节省能源和减少粉碎过程中的药物损失。
   二.保存药理：粉碎过程中，应尽量保存药物的组分和药理
作用不变。中药材的药用部分必须全部粉碎应用。



研磨五项基本原则

     三.难碎保留：对较难粉碎的部分，如叶脉或纤维等不应随意丢

弃，以免损失有效成分或使药物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对增高。

     四.防毒防爆：粉碎毒性药或刺激性较强的药物时，应注意劳动

保护，以免中毒。粉碎易燃易爆药物时，要注意防火防爆。

    五.尽量干燥：植物性药材粉碎前应尽量干燥。



四、炮制——丸散膏丹

     我国传统药物作为剂型应用是从商代伊尹首创汤剂开始的。

到了春秋战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收载

了汤、丸、膏、丹、药酒等七种剂型（如半夏汤）。

      宋代是我国成药发展鼎盛的一个时期，其设立的惠民药

局是我国商业性药房的开端，所编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方制药规范，其中收载了方剂775个和

剂型13种，其中大多制成中成药出售。这可谓是我国中药制

剂发展史上的第一里程碑。





其他剂型

     药油：先将药材精选，加工炮制处理后，按处方调配，水

中浸泡或煮煎，取汁加鲜牛乳或黄油再煮煎浓缩至半流性，

并可加相应之药末、蜂蜜、蔗糖、白糖等搅合均匀。

     金石剂：亦称珍宝剂，它是以珍宝类药物，如金、银、珍

珠、玛瑙、玉石、珊瑚、松石等为药，金石剂药用量小，药

效持久，但其毒性较强，吸收较慢，所以轻易不用。



新中药研发

       防控验证：一批已经在临床广为常用的药物，验证其三方

面的作用：一是能否灭病毒；二是能否减少病毒进入细胞；

三是能否减少发生炎症风暴。

    新药研制获批：益气固表类

                            清肺化痰类

                            益气补肺类



3种新中药制剂获批

   1.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的“益气固表合剂”：以补肺气为主，适用于

易感冒、咳嗽人群，用于调节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

   2.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清肺化痰合剂”：在临床中发现，有很大

一部分新冠肺炎患者表现为痰热堵在肺里，在给新冠肺炎患者使用这

个方子后，清肺化痰效果较好；此外，除了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外，

还适用于患有支气管炎、肺炎、咳嗽、浓痰、发烧等人群；

   3.治疗新冠肺炎恢复期的“益气补肺合剂”：除了适用于新冠肺炎

恢复期人群，还适用于支气管炎、肺炎急性期过后患者。



                 本节小结：  大国小鲜
        先贤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数层含义：作料
分量准确，不缺不溢；火候拿捏得当，不温不过；顺
应原料发展，不要多加搅动……。当然，放至老子此
话的原背景春秋，乃至争论最激烈的晚清，“过翻动
则鱼碎，频搅动则扰民。”的含义最确切，因为二者
的最大共同点是“适人”。时代向前，“无为而治”
毕竟不合“适合群体的理想需求”这一初衷。



第四节

大数据与精炼萃取



01. 汤剂——微压循环

02.

03.

04.

要点：

包装——智能煎药

药引——激发诱导

萃取——提炼精华



一、煎汤制药

    汤剂是我国应用最早、最多的一种剂型，目前中医临床仍

然广泛使用。中药汤剂之所以数千年延用至今，该剂型组方

灵活，以水为溶剂，价廉易得，起效又较为迅速，但也存在

着味苦量大，必须临时制备等缺点。中药汤剂是中药最为古

老的剂型之一，在中医临床应用中也最为广泛。并具有疗效

快，易吸收，作用强等几大特点。正确服用中药汤剂可以加

速病情的好转，而错误的服用方法会使病情恶化。





二、包装——智能煎药

        医药煎药服务中心在传统煎药基础上，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实现智能调剂、智能煎煮、智能仓

储和智能包装。公司煎药服务中心的智能化煎药流水线，每

小时可以容纳480多个煎煮筒同时煎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该中心已经煎煮新冠肺炎预防、治疗、康复等各类方

剂近10万帖。





三、药引——激发诱导

     药引，是引药归经的俗称，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它药物的药力到

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的作用。

     另外，"药引子"还有增强疗效、解毒、矫味、保护胃肠道等作用。

在一张处方中，需不需要药引子，由医生根据病情而定，一般不需要

病家自己去配制。要病家自己去配制的药，往往是该医院或药店配不

齐，要求病家到其它医院或药店去配，或自己采集的药品，它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药引子。



常用药引

     在应用中要根据中成药的功能、主治、药性等特点，结合病情变

化、病程长短、体质强弱、发病季节的不同以及药引的自身功效而酌

定。但必须以提高药效，降低毒副作用，顾护正气，便于服用为前提，

尽快治愈疾病为目的，正确地选用引药。

     据历代文献资料记载，药引具有引经作用(即把药物成分集中到病

变部位)，增强疗效作用、解毒作用、护胃作用、矫味作用。

    介绍几种常用的药引:食盐，生姜，葱白，灯芯草，粳米，蜂蜜，

大枣，食醋，红糖。



四、萃取——提炼精华

        利用化合物在两种互不相溶（或微溶）的溶剂中溶解度

或分配系数的不同，使化合物从一种溶剂内转移到另外一种

溶剂中。经过反复多次萃取，将绝大部分的化合物提取出来

的方法。萃取又称溶剂萃取或液液萃取（以区别于固液萃取，

即浸取），亦称抽提（通用于石油炼制工业），是一种用液

态的萃取剂处理与之不互溶的双组分或多组分溶液，实现组

分分离的传质分离过程，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单元操作。



萃取装置

　 　  超临界萃取装置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八部分：萃取剂供应

系统，低温系统、高压系统、萃取系统、分离系统、改性剂

供应系统、循环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例如二氧化碳萃取，

含：注入泵、萃取器、分离器、压缩机、二氧化碳储罐、冷

水机等设备。由于萃取过程在高压下进行，所以对设备以及

整个管路系统的耐压性能要求较高，生产过程实现微机自动

监控，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并降低运行成本。





分配定律

      分配定律是萃取方法理论的主要依据，物质对不同的溶

剂有着不同的溶解度。同时，在两种互不相溶的溶剂中，加

入某种可溶性的物质时，它能分别溶解于两种溶剂中，实验

证明，在一定温度下，该化合物与此两种溶剂不发生分解、

电解、缔合和溶剂化等作用时，此化合物在两液层中之比是

一个定值。不论所加物质的量是多少，都是如此。



大数据平台模型



大数据平台的“一纵五横”
“一纵”是数据管理，贯穿以下五层：
   第一横是行业应用：即调查行业的“数据挖掘”、“数据
分析”，研究“行情”。
   第二横是模型分析：探讨分布式存储，回顾“模型数据”。
   第三横是数据中心：根据故存的数据分析，建立“对症”
的新“数据模型”。
   第四横是数据整合：据新建模型，培训“机器学习”，以
求智能管理。
   第五横是数据存储：纳入或健全新的分布式存储模式。



中医理念：“天人合一”（一纵）

   1.从“望闻问切”开始，这是调查研究；

   2.“推拿点穴”是“输气活血”如同基本建设的“整理、
归顺渠道”，要补上“断点”打通“堵点”；

   3.“开方制药”是“解决难点”，

   4.“提炼萃取”是科研攻关，为的是适应受众“汲取精华，
携带方便”的需求；

   5.“疡医开刀”是调配部件，完善机制。（五横）



分布式计算(Hadoop)

     用户可以在不了解分布式底层细节的情况下，开发分布式

程序。充分利用集群的威力进行高速运算和存储。

     Hadoop实现了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简称HDFS。它具

有高容错性的特点，并且设计用来部署在低廉的(low-cost)

硬件上;而且它提供高吞吐量(high throughput)来访问应用

程序的数据，适合那些有着超大数据集(large data set)的

应用程序。HDFS放宽了(relax)POSIX的要求，可以以流的

形式访问(streaming access)文件系统中的数据。



人类命运共同  垄断“合久必分”
     大数据时代，大多数企业的架构必然向着分布式、可扩展

及多元化发展，所谓合久必分，不再有一种技术能包打天下

了， 这冲击着传统企业集中化的技术外包模式，挑战是巨大

的。大数据平台架构跟传统数据仓库有一个不同，就是同一

层次，为了满足不同的场景，会采用更多的技术组件，体现

百花齐放的特点，这是一个难点。



第五节

大数据与外科手术



01. 开刀——中医早已有

02.

03.

04.

要点：

主张——尽量少开刀

恢复——中医手术权

防控——重整体运作



         一、开刀——中医早已有

    原始社会，人们在劳动中有了创伤，就拔出体内异物，用

草药包扎伤口。就是最早的中医外科治疗方法。《周礼》中

外科医生被称为“疡医”，主治疮疡、痈肿等外科疾病，手

术成为中医内科与中医外科的重要区别之一。

   后来受儒家思想“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影响，

再加上近现代中国科技整体落后，中医手术发展慢了。西方

工业文明带来了手术照明灯、消毒药品、麻醉机器等，手术

用的医疗器械越来越先进，好多人以为只有西医才动手术，



二、主张——尽量少开刀

     人体是一个整体系统，彼此间没有绝对的分隔，每一个系

统组织都相互关联，并且具有阴阳五行关系。除了外伤以外，

任何一个病症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整个系统运转异常是

疾病发生的根本。

    手术切除，应该说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缺乏整体思考。发生

胆囊炎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发病期间尽管胆囊已经受到

很大伤害，但是它还能尽职尽责，用自己疲惫而痛苦的身躯，

给患者以警告，胆囊切除，警报也随之“解除”……



三、恢复——中医手术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就
近期卫生部办公厅出台文件规定“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师在该文件
出台后不允许从事关节置换手术”一事，提出呼吁“ 关节置换技术
作为一种成熟外科治疗方案已在临床运用几十年，我国中医院及中
西医结合医院在此领域的发展和西医是同步的，而且能发挥中医药
在康复及术后调理方面的优势，疗效丝毫不逊于综合医院……”。

     该文件的出台对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师开展该项技术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对于尚不具备文件相应要求的正在从事人工关节置换手
术的大多数医师关上了大门。



四、防控——重整体运作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介绍，研究中发现，在实验室发

现西药在细胞水平对新冠病毒有效，但西药真正进入人体有

个过程。目前正在对中药展开研究，一批已经在临床广为常

用的药物，验证其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否灭病毒；二是能

否减少病毒进入细胞；三是能否减少发生炎症风暴。



软通智慧平台——整合医护资源

      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政府疫情防控体系实际应用为着
力点， 包括基层防控、医疗救治、物资保障、指挥决策等子
平台，支持公有云和私有化环境部署使用，通过整合医疗救
护资源，优化防控物资保障，帮助各个城市提升基层防控能
力，提高指挥决策水平，合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目的：基层防控 不留死角，　医疗救护 应治尽治，物资
保障 供需匹配 ，指挥决策 科学高效 。







本节小结：  良相名医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是：“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以济世利天下”是儒家最高理想，在这个憧憬中，

“相”是知识阶层的顶层梦想，但并非人人可期。医学作为

一种除疾患、利世人的手段，不仅无需伯乐“察举”，亦无

需“科举”绑架，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医学与儒家的“仁义

观”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从古时将医术称为“仁术”就可见

一斑。                治国为适人，医治以利世。



望闻问切 把脉点穴 开方制药

精炼萃取
疡医手术

应诊五环



“应诊”与“立项”

            望闻问切是调查存储，针灸推拿是整护通道，

            开方制药是理顺肌体，精炼萃取是顺应需求，

                            疡医开刀是调整机制………



本章总结：大宇宙与小宇宙

        人类对大宇宙的了解：人类所观测到最远的天体距离地球

有315亿光年，这颗“最远的星系”它所存在的时期距离宇

宙大爆炸仅仅只有4.8亿年。

     人对自身小宇宙的了解相当有限：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

冠肺炎就打了全人类的措手不及。中华民族是个酷爱学习的

民族，中医是个不断汲取，不断延展的科学，不断学习才能

进步，不汲取才能“成其弘大”。



            再见
                      

                    谢谢！


